
头孢必得®
（⽆菌头孢哌酮） ⽤于静脉内或肌⾁内使⽤

为减少耐药菌的产⽣并保持头孢必得和其他抗菌药物的有效性，头孢必得应仅⽤于治疗已
证实或强烈怀疑由细菌引起的感染。

描述
头孢必得®（⽆菌头孢哌酮），原名⽆菌头孢哌酮钠，含有头孢哌酮作为头孢哌酮钠。它是
⼀种半合成、⼴谱的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化学上，头孢哌酮钠是钠（6R,7R)-7-[(R)-2-(4-
ethyl-2,3 dioxo-1-piperazine carboxamido)-2-(p-羟基苯基)-⼄酰氨基-3-[[(1-甲基-1H
-tetrazol-5 yl)thio]methyl]-8-oxo-5-thia-1-azabicyclo[4.2.0]oct-2-ene-2-carboxylate。
它的分⼦式是C25H26ñ9氧化钠8⼩号2分⼦量为 667.65。结构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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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OBID（⽆菌头孢哌酮）每克含有 34 mg 钠（1.5 mEq）。CEFOBID是⼀种易溶于⽔
的⽩⾊粉末。25% (w/v) 新配制的溶液的 pH 值在 4.5‒6.5 之间变化，溶液的范围从⽆⾊
到稻草⻩⾊，具体取决于浓度。

晶体形式的 CEFOBID（⽆菌头孢哌酮）以⼩瓶形式提供，其中含有 1 g 或 2 g 头孢哌酮钠
作为头孢哌酮钠，⽤于静脉内或肌⾁内给药。

临床药理学
单次给药后可达到⾼⾎清和胆汁⽔平的 CEFOBID。表 1 显⽰了正常志愿者单次 15 分钟恒速
静脉输注 1、2、3 或 4 克药物，或单次肌⾁注射 1 或 2 克药物后 CEFOBID 的⾎清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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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头孢哌酮⾎清浓度
平均⾎清浓度 (mcg/mL)

0.5 ⼩时 1 ⼩时 2 ⼩时 4⼩时
114733816
153
210

剂量/路线
1克静脉注射

2 克静脉注射

3克静脉注射

4克静脉注射

1克即时消息

2克即时通讯

0*
153
252
340
506
32**
40**

8 ⼩时
4
8
9

19
7

12 ⼩时

0.5
2
2
6
1
4

114
142

70
89

32
41
71325 251 161

52
69

65
93

57
97

33
58 14

* 给药后数⼩时，0 时间为输注结束。
* * 注射后 15 分钟获得的数值。

CEFOBID的平均⾎清半衰期约为2.0⼩时，与给药途径⽆关。

在⼀项药代动⼒学研究中，通过持续输注对严重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给予每⽇ 16 克的总
剂量，⽽没有并发症。这些患者的稳态⾎清浓度约为 150 mcg/mL。

体外对⼈⾎清的研究表明，头孢必妥可逆蛋⽩结合的程度随⾎清浓度的变化⽽变化，从 
25 微克/毫升的头孢必得的 93% 到 250 微克/毫升的 90% 和 500 微克/毫升的 82%。

CEFOBID 在以下⾝体组织和体液中达到治疗浓度：

组织或液体
腹⽔
脑脊液（脑膜发炎患者）

尿
痰
⼦宫内膜
⼦宫肌层
腭扁桃体
鼻窦黏膜
脐带⾎
⽺⽔
肺
⻣

剂量
2克

50毫克/公⽄

浓度
64 微克/毫升
1.8 微克/毫升⾄ 8.0 微克/毫升

2克
3克
2克
2克
1克
1克
1克
1克
1克
2克

3,286 微克/毫升
6.0 微克/毫升
74 微克/克
54 微克/克
8微克/克
8微克/克
25 微克/毫升
4.8 微克/毫升
28 微克/克
40微克/克

CEFOBID主要在胆汁中排泄。最⼤胆汁浓度通常在给药后 1 到 3 ⼩时内达到，超过同时的
⾎清浓度⾼达 100 倍。报告的 CEFOBID 胆汁浓度范围从 30 分钟的 66 mcg/mL 到静脉推
注 2 克后 3 ⼩时的⾼达 6000 mc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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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次肌内或静脉内给药后，12 ⼩时内 CEFOBID 的尿回收率平均为 20-30%。尿液中未发现
⼤量代谢物。输注 2 g 剂量 15 分钟后，尿浓度已超过 2200 mcg/mL。肌内注射 2 g 后，尿
峰浓度⼏乎达到 1000 mcg/mL，治疗⽔平维持 12 ⼩时。

以 12 ⼩时间隔重复给药 CEFOBID 不会导致药物在正常受试者体内蓄积。严重肾功能不全患
者的峰值⾎清浓度、曲线下⾯积 (AUC) 和⾎清半衰期与正常志愿者没有显着差异。在肝功能
不全的患者中，⾎清半衰期延⻓，尿排泄增加。在合并肾功能不全和肝功能不全的患者中，
头孢必妥可能在⾎清中蓄积。

CEFOBID 已⽤于⼉科，但尚未确定在⼉童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低出⽣体重新⽣⼉中，头
孢必得的⾎清半衰期为 6-10 ⼩时。

微⽣物学

作⽤机制
头孢哌酮是第三代头孢菌素，通过与⻘霉素结合蛋⽩ (PBP) 结合来⼲扰细胞壁合成，从⽽阻
⽌新⽣肽聚糖的交联。头孢哌酮对⻘霉素酶稳定，对⾰兰⽒阴性菌产⽣的许多β-内酰胺酶具
有⾼度稳定性。

抵抗机制
头孢哌酮耐药的主要机制有 3 种： 靶 PBP 突变，主要发⽣在⾰兰⽒阳性菌中；在⾰兰⽒
阴性菌中产⽣超⼴谱β-内酰胺酶或染⾊体确定的β-内酰胺酶的过度表达；某些⾰兰⽒阴性
菌的摄取或主动流出减少。

与其他抗菌药物的相互作⽤
测试时体外，头孢哌酮已证明与氨基糖苷类对抗⾰兰⽒阴性杆菌有协同作⽤。这些临
床意义体外 结果未知。

头孢哌酮已被证明对以下微⽣物具有活性，包括体外 在临床感染中[⻅适应症和⽤法].

⾰兰⽒阳性需氧菌：
-
-
-
-
-

⾦⻩⾊葡萄球菌(仅对甲氧西林敏感的分离株） 表⽪葡萄球菌(仅
对甲氧西林敏感的分离株） ⽆乳链球菌(B组β-溶⾎性链球菌） 
肺炎链球菌

化脓性链球菌(A 组 β-溶⾎性链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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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阴性需氧菌：
-
-
-
-
-
-
-
-
-
-
-
-
-

柠檬酸杆菌物种
肠杆菌属物种
⼤肠杆菌
嗜⾎杆菌流感
克雷伯⽒菌物种
摩根⽒菌
淋球菌
奇异变形杆菌
变形杆菌
普罗维登西亚雷特格⾥
普罗维登西亚
假单胞菌属物种
粘质沙雷⽒菌

厌氧⾰兰⽒阳性菌：
-
-

⾰兰⽒阳性球菌（包括消化球菌和消化链球菌种） 梭菌属物种（除了艰
难梭菌)

厌氧⾰兰⽒阴性菌：
-拟杆菌属物种

以下体外数据可⽤，但其临床意义尚不清楚。此外，以下细菌中⾄少 90% 的⽣物体表现出
体外最⼩抑菌浓度 (MIC) ⼩于或等于头孢哌酮敏感折点 8 mcg/mL。然⽽，头孢哌酮治疗由
这些细菌引起的临床感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在充分的对照良好的临床试验中确定。

⾰兰⽒阴性需氧菌：
-
-
-
-
-
-

百⽇咳博德特⽒菌
脑膜炎奈瑟菌
沙⻔⽒菌spp.
液化沙雷⽒菌
志贺⽒菌spp.
耶尔森菌

⾰兰⽒阳性厌氧菌
-真杆菌spp.

⾰兰⽒阴性厌氧菌
-梭杆菌属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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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测试⽅法
可⾏时，临床微⽣物实验室应提供以下结果：体外 住院医院使⽤的抗菌药物产品的敏
感性测试结果作为定期报告向医⽣报告，描述医院和社区获得性病原体的敏感性概
况。这些报告应有助于医⽣选择⽤于治疗的抗菌药物。

稀释技术
定量⽅法⽤于确定最⼩抑制浓度 (MIC)。这些 MIC 提供了细菌对抗菌化合物敏感性的估计值。
MIC 应使⽤标准化测试⽅法确定。1,2,3MIC 值应根据表 2 中提供的标准进⾏解释。

扩散技术
需要测量区域直径的定量⽅法也可以提供细菌对抗菌化合物敏感性的可重复估计。区域⼤⼩
提供了细菌对抗菌化合物敏感性的估计。应使⽤标准化测试⽅法确定区域⼤⼩。3,4该程序使
⽤浸渍有 75 mcg 头孢哌酮的纸盘来测试细菌对头孢哌酮的敏感性。磁盘扩散解释标准⻅表 
2。

表 2. 头孢哌酮的敏感性试验标准

敏感性解释标准

最低抑制浓度
（MIC 单位为 mcg/mL）

病原

⼩号 R

肠杆菌科 ≤8 ≥16
其他⾮
肠杆菌科⼀种

≤8 ≥16

厌氧菌b ≤8 ≥16
易感性解释标准基于肾功能正常患者每 6 ⼩时 3 g 或每 8 ⼩时 4 g 的剂量。

甲氧西林敏感葡萄球菌由对苯唑西林的敏感性确定的 spp. 可被认为对头孢哌酮敏感。

.⼀种这些包括⾮挑剔的葡萄糖⾮发酵⾰兰⽒阴性杆菌，但以下情况除外：铜绿假单胞菌,不动杆菌物种，伯克
霍尔德⽒菌物种和嗜⻨芽窄⻝单胞菌.

b厌氧菌的 MIC 使⽤琼脂稀释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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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报告易受影响的(S) 表明如果抗菌药物达到感染部位的浓度，则抗菌药物可能会抑制病
原体的⽣⻓。⼀份报告 反抗(R) 表明如果抗菌药物达到感染部位通常可达到的浓度，则抗菌
药物不太可能抑制病原体的⽣⻓；应选择其他疗法。

质量控制

标准化的敏感性测试程序需要使⽤实验室控制来监控和确保化验中使⽤的供应品和试剂的准
确性和精确性，以及执⾏测试的个⼈的技术。1,2,3,4标准化的头孢哌酮粉剂应提供表 3 中指出
的以下 MIC 值范围。对于使⽤ 75 mcg 头孢哌酮⽚的扩散技术，应达到表 3 中的标准。

表 3. 头孢哌酮可接受的质量控制范围
最⼩抑制

范围
（MIC 单位为 mcg/mL）

磁盘扩散范围
（以毫⽶为单位的区域直径）

脆弱拟杆菌
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 25285

太极微拟杆菌 空中交通管制委
员会 29741
真杆菌
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 43055

32 ‒ 128⼀种 - -

32 ‒ 128⼀种 - -

32 ‒ 128⼀种 - -

⼤肠杆菌
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 25922

0.12 ‒ 0.5 28 - 34

铜绿假单胞菌
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 27853

2 - 8 23 - 29

⾦⻩⾊葡萄球菌
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 29213

1 - 4 - -

⾦⻩⾊葡萄球菌
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 25923

- - 24 - 33

苯唑西林与苯唑西林的质量控制范围⾦⻩⾊葡萄球菌
⾦⻩⾊葡萄球菌
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 29213

0.12 ‒ 0.5 - -

ATCC® = 美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
a 厌氧菌的 MIC 使⽤琼脂稀释法测定。葡萄球菌对头孢噻肟的敏感性可以通过仅测试⻘霉
素和头孢西丁或苯唑西林来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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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症和⽤法
为减少耐药菌的产⽣并维持头孢必得和其他抗菌药物的有效性，头孢必得应仅⽤于治疗已证
实或强烈怀疑由敏感细菌引起的感染。当培养和敏感性信息可⽤时，在选择或修改抗菌治疗
时应考虑这些信息。在缺乏此类数据的情况下，当地流⾏病学和易感性模式可能有助于治疗
的经验选择。

CEFOBID适⽤于治疗由易感⽣物引起的以下感染：

呼吸道感染引起的肺炎链球菌,流感嗜⾎杆菌,⾦⻩⾊葡萄球菌(⻘霉素酶和⾮⻘霉素酶产⽣菌
株），化脓性链球菌*（A组β-溶⾎性链球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肠杆菌,奇异变
形杆菌， 和肠杆菌属物种。

腹膜炎和其他腹腔内感染引起的⼤肠杆菌、绿脓杆菌、*和厌氧⾰兰⽒阴性杆菌（包括
脆弱拟杆菌）。

细菌性败⾎症引起的肺炎链球菌,⽆乳链球菌,*⾦⻩⾊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肠杆菌,
克雷伯⽒菌种，*肺炎克雷伯菌,*变形⾍物种*（吲哚阳性和吲哚阴性），梭菌属spp.* 和
厌氧⾰兰⽒阳性球菌。*

⽪肤和⽪肤结构的感染引起的⾦⻩⾊葡萄球菌(⻘霉素酶和⾮⻘霉素酶产⽣菌
株），化脓性链球菌，* 和铜绿假单胞菌.

盆腔炎、⼦宫内膜炎和其他⼥性⽣殖道感染引起的淋病奈瑟菌,表⽪葡萄球菌,*⽆乳链球菌
,⼤肠杆菌,梭菌属种，* 拟杆菌属物种（包括脆弱拟杆菌) 和厌氧⾰兰⽒阳性球菌。

头孢匹®没有针对沙眼⾐原体. 因此，当头孢噻吩⽤于治疗盆腔炎患者和沙眼⾐原体是疑似病原
体之⼀，应添加适当的抗⾐原体覆盖。

尿路感染引起的⼤肠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

肠球菌感染：尽管头孢哌酮已被证明在治疗肠球菌引起的感染⽅⾯具有临床疗效。腹膜炎和
其他腹腔内感染、⽪肤和⽪肤结构感染、盆腔炎、⼦宫内膜炎和其他⼥性⽣殖道感染以及尿
路感染,* 测试的⼤多数肠球菌临床分离株对头孢哌酮不敏感，但仅落在或处于中间易感区，
对头孢哌酮有中度耐药。然⽽，体外敏感性测试可能与 体内结果。尽管如此，头孢哌酮治疗
已导致肠球菌感染的临床治愈，主要是多种微⽣物感染。头孢哌酮应谨慎⽤于肠球菌感染，
其剂量应达到令⼈满意的头孢哌酮⾎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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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少于 10 例感染中研究了针对该器官系统中这种微⽣物的功效。

联合疗法
CEFOBID 和氨基糖苷类药物之间的协同作⽤已在许多⾰兰⽒阴性杆菌中得到证实。然⽽，这
些组合的这种增强活性是不可预测的。如果考虑这样的治疗，体外应进⾏药敏试验以确定联
合⽤药的活性，并应仔细监测肾功能。（参⻅注意事项、剂量和给药部分。）

禁忌症
CEFOBID 禁⽤于已知对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过敏的患者。

警告
超敏反应
在接受 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包括头孢哌酮）的患者中报告了严重和偶发性致命的超敏性
（过敏性）反应。这些反应更容易发⽣在对多种过敏原有超敏反应历史的个体中。在开始
使⽤头孢替尼治疗之前，应仔细询问以确定患者以前是否对头孢菌素、⻘霉素、碳⻘霉烯
类或其他药物有过过敏反应。对 β-内酰胺过敏的患者应谨慎使⽤该产品。如果发⽣过敏反
应，应停⽤头孢哌酮并进⾏适当的治疗。

艰难梭菌-相关腹泻
艰难梭菌⼏乎所有抗菌药物（包括 CEFOBID）的使⽤都有相关性腹泻（CDAD）的报告，其
严重程度可能从轻度腹泻到致命性结肠炎不等。⽤抗菌剂治疗会改变结肠的正常菌群，导致
结肠过度⽣⻓艰难梭菌.

艰难梭菌产⽣有助于CDAD发展的毒素A和B。产⽣⾼毒素的菌株艰难梭菌导致发病率和死亡
率增加，因为这些感染可能对抗菌治疗⽆效，可能需要结肠切除术。所有使⽤抗菌药物后出
现腹泻的患者都必须考虑 CDAD。仔细的病史是必要的，因为据报道在使⽤抗菌剂后两个⽉内
会发⽣ CDAD。

如果怀疑或确诊 CDAD，持续使⽤的抗菌药物不针对艰难梭菌可能需要停⽌。适当的液体
和电解质管理、蛋⽩质补充、抗菌治疗艰难梭菌，并应根据临床指征进⾏⼿术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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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头孢哌酮导致严重出⾎病例，包括死亡病例。监测出⾎、⾎⼩板减少和凝⾎障碍的迹象。
如果有持续性出⾎且没有发现其他解释，请停⽤ CEFOBID。

防范措施
⼀般的
在没有被证实或强烈怀疑的细菌感染的情况下开 CEFOBID 不太可能为患者带来益处，并
增加产⽣耐药细菌的⻛险。

虽然观察到 BUN 和⾎清肌酐的短暂升⾼，但单独使⽤ CEFOBID 似乎不会引起明显的肾毒
性。然⽽，同时使⽤氨基糖苷类和其他头孢菌素会引起肾毒性。

CEFOBID 在胆汁中⼴泛排泄。在患有肝病和/或胆道梗阻的患者中，头孢必妥的⾎清半衰期
增加 2-4 倍。⼀般⽽⾔，此类患者不需要超过 4 g 的每⽇总剂量。如果使⽤更⾼的剂量，应监
测⾎清浓度。

由于肾排泄不是头孢必妥消除的主要途径（⻅临床药理学），肾功能衰竭患者在给予常⽤
剂量时⽆需调整剂量。当使⽤⼤剂量头孢必妥时，应定期监测⾎清中药物浓度。如果存在
积累的迹象，应相应减少剂量。

CEFOBID 的半衰期在⾎液透析期间略有缩短。因此，给药应安排在透析期之后。在肝功能
不全和严重肾病患者中，头孢必妥的剂量不应超过每天 1-2 g，⽆需密切监测⾎清浓度。

与其他抗菌药物⼀样，头孢必妥治疗的患者很少发⽣维⽣素 K 缺乏症。该机制可能与抑制通
常合成这种维⽣素的肠道菌群有关。处于危险中的患者包括营养状况不佳、吸收不良状态
（例如，囊性纤维化）、酗酒的患者以及⻓期接受⾼营养⽅案（静脉内或通过鼻胃管给药）
的患者。已报道伴有或不伴有出⾎的低凝⾎酶原⾎症。应监测这些患者的凝⾎酶原时间，并
按指⽰给予外源性维⽣素 K。

服⽤头孢必妥后 72 ⼩时内摄⼊酒精（啤酒、葡萄酒）时，曾报告出现以潮红、出汗、头痛和
⼼动过速为特征的双硫仑样反应。应警告患者服⽤头孢必妥后摄⼊酒精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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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使⽤ CEFOBID 可能导致不敏感微⽣物的过度⽣⻓。仔细观察病⼈是必不可少的。如果
在治疗期间发⽣⼆重感染，应采取适当的措施。

有胃肠道疾病，尤其是结肠炎病史的个体应谨慎使⽤头孢必妥。

患者信息
应告知患者，包括 CEFOBID 在内的抗菌药物只能⽤于治疗细菌感染。它们不治疗病毒感染
（例如普通感冒）。当 CEFOBID 被⽤于治疗细菌感染时，应告知患者，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早
期感觉好些是常⻅的，但应完全按照指⽰服药。跳过剂量或未完成整个疗程可能（1）降低⽴
即治疗的有效性和（2）增加细菌产⽣耐药性并且将来不会⽤头孢必妥或其他抗菌药物治疗的
可能性。

腹泻是由抗菌药物引起的常⻅问题，通常在停药时结束。有时在开始使⽤抗菌药物治疗后，
即使在服⽤最后⼀剂抗菌药物后两个⽉或更⻓时间，患者仍会出现⽔样便和⾎便（伴有或不
伴有胃痉挛和发烧）。如果发⽣这种情况，患者应尽快联系他们的医⽣。

药物/实验室测试相互作⽤
Benedict 或 Fehling 溶液可能会出现尿液中葡萄糖的假阳性反应。

致癌、突变、⽣育⼒受损
尚未对动物进⾏⻓期研究来评估致癌可能性。CEFOBID 动物毒性研究的最⻓持续时间为六
个⽉。在没有⼀个体内或者 体外遗传毒理学研究确实显⽰ CEFOBID 在染⾊体或亚染⾊体⽔
平上具有任何诱变潜⼒。CEFOBID 在交配前和交配期间以⾼达 500 ⾄ 1000 mg/kg 的每⽇
剂量⽪下给药，以及在妊娠期对妊娠雌性⼤⿏进⾏⽪下给药，对⽣育能⼒没有损害，对⼀般
⽣殖性能或胎⼉发育没有影响。这些剂量是估计的常⽤单次临床剂量的 10 ⾄ 20 倍。
CEFOBID在所有测试剂量对⻘春期前⼤⿏的睾丸都有不良影响。每天⽪下给药 1000 mg/kg
（约为成⼈平均剂量的 16 倍）导致睾丸重量减轻、精⼦发⽣停滞、⽣殖细胞群减少和⽀持
细胞细胞质空泡化。病变的严重程度在每天 100 ⾄ 1000 mg/kg 范围内呈剂量依赖性；低剂
量导致精⺟细胞略有减少。在成年⼤⿏中未观察到这种作⽤。组织学上，除了最⾼剂量⽔平
外，损伤都是可逆的。然⽽，这些研究并未评估⼤⿏⽣殖功能的后续发展。这些发现与⼈类
的关系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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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使⽤
怀孕类别 B：已在⼩⿏、⼤⿏和猴⼦中以⾼达⼈类剂量 10 倍的剂量进⾏了⽣殖研究，并没有
发现头孢必妥导致⽣育能⼒受损或对胎⼉造成伤害的证据。然⽽，没有对孕妇进⾏充分和良
好对照的研究。由于动物⽣殖研究并不总是能预测⼈类的反应，因此只有在明确需要时才应
在怀孕期间使⽤这种药物。

在哺乳⺟亲中的使⽤
只有低浓度的 CEFOBID 会从⼈乳中排出。虽然头孢必妥难以进⼊哺乳⺟亲的⺟乳，但当给
予哺乳妇⼥头孢必妥时应谨慎。

⼉科使⽤
在⼉童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定。有关⻘春期前⼤⿏睾丸变化的信息（⻅致癌、突
变、⽣育⼒受损）。

⽼年⼈使⽤
CEFOBID的临床研究®（⽆菌头孢哌酮钠）没有包括⾜够数量的 65 岁及以上的受试者，以确
定他们的反应是否与年轻受试者不同。其他报告的临床经验尚未确定⽼年和年轻患者之间的
反应差异。⼀般来说，⽼年患者的剂量选择应谨慎，通常从剂量范围的低端开始，反映肝、
肾或⼼脏功能下降以及伴随疾病或其他药物治疗的频率更⾼。

不良反应
临床试验经验

在临床研究中观察到以下不良反应并被认为与头孢必妥治疗或病因不明：

超敏反应：与所有头孢菌素⼀样，有报道称过敏反应表现为⽪肤反应（45 ⼈中有 1 ⼈）、
药物热（260 ⼈中有 1 ⼈）或 Coombs 试验改变（60 ⼈中有 1 ⼈）。这些反应更可能发⽣
在有过敏史的患者⾝上，尤其是对⻘霉素过敏的患者。

⾎液学：与其他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样，⻓期给药可能会出现可逆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据报道，中性粒细胞计数略有下降（50 名患者中有 1 名）。据报道，⾎红蛋⽩（20 分之
⼀）或⾎细胞⽐容（20 分之⼀）降低，这与其他头孢菌素的已发表⽂献⼀致。每 10 名患者
中就有 1 名出现⼀过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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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在临床试验中接受头孢哌酮治疗的 1285 名患者中，⼀名有肝病史的患者在 CEFOBID 治
疗期间肝功能酶显着升⾼。⾮特异性肝炎的临床体征和症状伴随着这些增加。停⽤ CEFOBID 
治疗后，患者的酶恢复到治疗前⽔平，症状得到缓解。与其他达到⾼胆汁⽔平的抗菌药物⼀
样，在接受 CEFOBID 治疗的患者中有 5-10% 观察到肝功能酶轻度短暂升⾼。这些发现不伴
有明显的肝功能障碍体征或症状，其相关性尚未确定。

胃肠道：据报道，每 30 名患者中有 1 名出现腹泻或稀便。⼤多数这些经历的严重程度和⾃限
性都是轻度或中度的。在所有情况下，这些症状对对症治疗有反应，或者在停⽌头孢哌酮治
疗后停⽌。恶⼼和呕吐的报道很少。

伪膜性结肠炎的症状可在抗菌治疗期间或之后数周出现（⻅警告）。

肾功能测试：已注意到 BUN（16 ⼈中有 1 ⼈）和⾎清肌酐（48 ⼈中有 1 ⼈）的短暂升⾼。

局部反应：肌内给药后 CEFOBID 耐受性良好。偶尔，通过这种途径给药后可能会出现短暂的
疼痛（140 ⼈中有 1 ⼈）。当 CEFOBID 通过静脉输注给药时，⼀些患者可能在输注部位发⽣
静脉炎（120 ⼈中有 1 ⼈）。

上市后经验

在头孢必得获批后使⽤期间发现了以下不良反应。由于这些反应是由⼈数不确定的⼈群⾃
愿报告的，因此并不总是能够可靠地估计它们的频率或建⽴与药物暴露的因果关系。

⾎液和淋巴系统疾病：⾎⼩板减少症、低凝⾎酶原⾎症（⻅注意事项）

免疫系统疾病：过敏反应，包括休克和致命病例（⻅警告）

肝胆疾病：⻩疸、肝功能障碍

⽪肤和⽪下组织疾病：中毒性表⽪坏死松解症、Stevens Johnson 综合征、瘙痒

⾎管疾病：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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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和给药
CEFOBID（⽆菌头孢哌酮）的成⼈每⽇常⽤剂量为每天 2 ⾄ 4 克，每 12 ⼩时⼀次
等分给药。

在严重感染或由不太敏感的⽣物体引起的感染中，可能会增加每⽇总剂量和/或频率。患者
已成功治疗，每⽇总剂量为 6-12 克，分为 2、3 或 4 次给药，每剂 1.5 ⾄ 4 克不等。

在治疗由以下原因引起的感染时化脓性链球菌, 治疗应持续⾄少 10 天。

如果沙眼⾐原体是⼀种疑似病原体，应添加适当的抗⾐原体覆盖物，因为头孢哌酮对
该微⽣物没有活性。

CEFOBID 和氨基糖苷的溶液不应直接混合，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物理不相容性。如果考虑使⽤
头孢必妥和⼀种氨基糖苷类进⾏联合治疗（⻅适应症），这可以通过连续间歇性静脉输注来
完成，前提是使⽤单独的辅助静脉导管，并且主要静脉导管在给药之间⽤批准的稀释剂充分
冲洗。还建议在氨基糖苷类药物之前给予头孢替尼。体外 建议测试药物组合的有效性。

重组
以下溶液可⽤于 CEFOBID（⽆菌头孢哌酮）的初始重组。

表 1. 初始重组的解决⽅案
5% 葡萄糖注射液 (USP)
5% 葡萄糖和 0.9% 氯化钠注射液 (USP) 5% 葡萄糖和 
0.2% 氯化钠注射液 (USP) 10% 葡萄糖注射液 (USP)

注射⽤抑菌⽔ [苄醇或对羟基苯甲酸酯] (USP)*†

0.9% 氯化钠注射液 (USP) Normosol® M 
和 5% 葡萄糖注射液 Normosol® R

⽆菌注射⽤⽔*

* 不得⽤作静脉输液的载体。
† 新⽣⼉不应使⽤含有苯甲醇的制剂。

⼀般重组程序
⽤于静脉内或肌⾁内使⽤的 CEFOBID（⽆菌头孢哌酮）最初可以⽤表 1 中提到的任何相容溶
液重新配制。溶液在配制后应静置，以使任何泡沫消散，以便⽬视检查是否完全溶解。可能
需要剧烈和⻓时间的搅拌以溶解更⾼浓度的头孢哌酮（⾼于 333 mg 头孢哌酮/mL）。最⼤溶
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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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OBID（⽆菌头孢哌酮）的浓度约为 475 mg 头孢哌酮/mL 的相容稀释剂。

静脉使⽤准备
⼀般的：建议静脉内给药的头孢哌酮（⽆菌头孢哌酮）浓度在 2 mg/mL 和 50 
mg/mL 之间。

⼩瓶的制备：Vials of CEFOBID (sterile cefoperazone) may be initially reconstituted with a minimum 
of 2.8 mL per gram of cefoperazone of any compatible reconstituting solution appropriate for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listed above in Table 1. For ease of reconstitution the use of 5 mL of 
compatible solution per gram of CEFOBID is recommended. The entire quantity of the resulting 
solution should then be withdrawn for further dilution and administration using any of the 
following vehicles for intravenous infusion:

Table 2. Vehicles for Intravenous Infusion
5% Dextrose Injection (USP)
5% Dextrose and Lactated Ringer’s Injection
5% Dextrose and 0.9%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USP) 
5% Dextrose and 0.2%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USP) 
10% Dextrose Injection (USP)

Lactated Ringer’s Injection (USP) 
0.9%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USP) 
Normosol® M 和 5% 葡萄糖注射液 
Normosol®R

产⽣的静脉内溶液应以下列⽅式之⼀给药：

间歇输液：CEFOBID 的溶液应在 15-30 分钟的时间内给药。

持续输液：头孢哌酮稀释⾄终浓度为每毫升 2 ⾄ 25 毫克头孢哌酮后，可⽤于连续输注。

肌⾁注射准备
上⾯列出的任何合适的溶液都可⽤于制备⽤于肌⾁注射的 CEFOBID（⽆菌头孢哌酮）。当给
药浓度为 250 mg/mL 或更⾼时，应使⽤利多卡因溶液。这些溶液应使⽤⽆菌注射⽤⽔和接近 
0.5% 盐酸利多卡因溶液的 2% 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 (USP) 的组合制备。建议采⽤以下两步稀
释⼯艺：⾸先，加⼊所需量的注射⽤⽆菌⽔，搅拌⾄头孢必得粉末完全溶解。其次，加⼊所
需量的2%利多卡因并混合。

最终的
头孢哌酮
浓度

333 毫克/毫升
250 毫克/毫升

第1步
⽆菌体积

⽔
2.0 毫升
2.8 毫升

第2步
2% 的体积

利多卡因
0.6 毫升
1.0 毫升

可提款
体积*†

3 毫升
4 毫升

1克⼩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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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克⼩瓶 333 毫克/毫升
250 毫克/毫升

3.8 毫升
5.4 毫升

1.2 毫升
1.8 毫升

6 毫升
8 毫升

当使⽤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 (USP) 以外的稀释剂时，请按如下⽅式重构：

头孢哌酮
浓度

体积
稀释剂

添加
2.6 毫升
3.8 毫升
5.0 毫升
7.2 毫升

可提款
体积*

1克⼩瓶 333 毫克/毫升
250 毫克/毫升
333 毫克/毫升
250 毫克/毫升

3 毫升
4 毫升
6 毫升
8 毫升

2克⼩瓶

* 有⾜够的余量以允许提取规定的体积。† 最终的利多卡因浓度将近似于使⽤ 
0.5% 利多卡因时所获得的浓度

盐酸盐溶液⽤作稀释剂。

储存和稳定性
CEFOBID（⽆菌头孢哌酮）应在 25-C (77-F) 或以下储存，并在复溶前避光。重构后，不需要
避光保护。

下列肠胃外稀释剂和近似浓度的 CEFOBID 在下列条件下在指定的时间段内提供稳定的溶
液。（在指定的时间段后，应丢弃未使⽤的溶液部分。）

室温 (15-‒25-C/59-‒77-F)
近似

浓度24⼩时
注射⽤抑菌⽔ [苄醇或对羟基苯甲酸酯] (USP)……………… 5% 葡萄糖注射液 
(USP)……………………………………………………。5% 葡萄糖和乳酸林格⽒
注射液…………………………………… 5% 葡萄糖和 0.9% 氯化钠注射液 
(USP)…………………………。
5% 葡萄糖和 0.2% 氯化钠注射液 (USP)……………………。10% 葡萄糖注射液 
(USP)…………………………………………………….. 乳酸林格⽒注射液 
(USP)………………………………………… ……………….. 0.5% 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 
(USP)………………………………………………。0.9%氯化钠注射液
（USP）………………………………………………
诺莫索尔®M 和 5% 葡萄糖注射液…………………………………….. Normosol®

R………………………………………………………………………….. ⽆菌注射⽤
⽔……………………………………………… …………………………

300 毫克/毫升
2 毫克⾄ 50 毫克/毫升 2 
毫克⾄ 50 毫克/毫升 2 
毫克⾄ 50 毫克/毫升 2 
毫克⾄ 50 毫克/毫升 2 
毫克⾄ 50 毫克/毫升

2毫克/毫升
300 毫克/毫升

2 毫克⾄ 300 毫克/毫升
2 毫克⾄ 50 毫克/毫升 2 
毫克⾄ 50 毫克/毫升

300 毫克/毫升

重构的 CEFOBID 溶液可以储存在玻璃或塑料注射器中，或玻璃或柔性塑料注射溶液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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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温度 (2-‒8-C/36-‒46-F)
近似

浓度5天
注射⽤抑菌⽔ [苄醇或对羟基苯甲酸酯] (USP)……………… 5% 葡萄糖注射液 
(USP)……………………………………………………。5% 葡萄糖和 0.9% 氯化钠
注射液 (USP)……………………。
5% 葡萄糖和 0.2% 氯化钠注射液 (USP)……………………。乳酸林格⽒注射液
（USP）………………………………………………………….. 0.5%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
（USP）…………………………………… ………… 0.9%氯化钠注射液
（USP）………………………………………………
诺莫索尔®M 和 5% 葡萄糖注射液…………………………………….. Normosol®

R………………………………………………………………………….. ⽆菌注射⽤
⽔……………………………………………… …………………………

300 毫克/毫升
2 毫克⾄ 50 毫克/毫升 2 
毫克⾄ 50 毫克/毫升 2 
毫克⾄ 50 毫克/毫升

2毫克/毫升
300 毫克/毫升

2 毫克⾄ 300 毫克/毫升
2 毫克⾄ 50 毫克/毫升 2 
毫克⾄ 50 毫克/毫升

300 毫克/毫升

重构的 CEFOBID 溶液可以储存在玻璃或塑料注射器中，或玻璃或柔性塑料注射溶液容器中。

冷冻室温度（‒20 ⾄ ‒10-C/‒4- ⾄ 14-F）
近似

浓度3周
5% 葡萄糖注射液 (USP)……………………………………………………………… 5% 葡
萄糖和 0.9% 氯化钠注射液 (USP)………………………… ………….. 5% 葡萄糖和 
0.2% 氯化钠注射液 (USP)………………………………..

50 毫克/毫升
2毫克/毫升
2毫克/毫升

5 周
0.9% 氯化钠注射液 

(USP)…………………………………………………………………………………………………………………………………………………………………………………… ………………

300 毫克/毫升
300 毫克/毫升

重构的 CEFOBID 溶液可以储存在塑料注射器中，或储存在柔性塑料注射溶液容器中。

冷冻样品在使⽤前应在室温下解冻。解冻后，应丢弃未使⽤的部分。不要重新冷冻。

供应⽅式
头孢必得®（⽆菌头孢哌酮）装在装有头孢哌酮钠的⼩瓶中，相当于 1 g 头孢哌酮 - 
10 (NDC 0049-1201-83) 和 2 g 头孢哌酮 - 10 (NDC 0049-1202-83)，⽤于肌⾁和静
脉内给药。

头孢必得®（⽆菌头孢哌酮）有 10 克（NDC 0049-1219-28）药房散装包装，⽤于静脉内
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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